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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基准电压源只是双端或3端器件，但是选择

合适的基准电压源并正确应用比我们最初的设

想难度更大。尽管“精度”一词通常用来描述基

准电压源，但太过随意地使用这个词风险较大，

因为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更令人费解的

是，在一种应用中被认为不怎么样的基准电压源，

在另一种应用中则可能被认为是万能的。本应用

笔记将为大家全面解读基准电压源“精度”，并

提供一些利用任何基准电压源获得其最高性能

的相关技巧。 

与其他专业电子领域一样，单片基准电压源也有

自己的专用词汇。我们已经学习了基准电压源词

汇中的第一个词“精度”。这是分级和比较基准

电压源的标准。遗憾的是，至少有五六个测量精

度的单位。为了不让您充分理解精度的含义，行

业专家采用一项称为“单位跳跃”的特殊技能，

让每一个人都感到迷惑和混淆不清，不论是新手

还是经验丰富的资深人士。当您提到一个精度数

据时，专家就会快速跳到一个新的单位，让您无

法按他的思路进行推理。图1攻破了这个迷魂阵，

能够在完全理解地基础上轻松地在不同单位之

间切换。当您阅读本应用笔记时，请参考图1。 

如今的IC基准电压源技术分为两大类：带隙基准

电压源，用于使正偏二极管结的温度系数和ΔVBE

的温度系数平衡（请参见附录B）；以及埋入式

齐纳二极管（请参见附录A），它使用表面下击

穿实现出色的长期稳定性和低噪声。除了少数例

外，两种基准电压源均使用额外片内电路，以尽

量进一步减少温度漂移并将输出电压调节到一

个精确值。带隙基准电压源通常用于高达12位的

系统中；埋入式齐纳二极管则适用于更高精度系

统。 
、LTC和LT是凌力尔特公司的注册商标。 

 

 
图1. 精度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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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路和系统中，只有在不考虑精度的情况下，

单片基准电压源才会面临来自分立齐纳二极管

和3端稳压器的竞争。5%的齐纳二极管和3%的稳

压器很常见；这代表4位或5位精度。在实验室标

准方面，只有饱和韦斯顿电池和约瑟夫森阵列能

够超越最佳单片基准电压源的性能，因此单片基

准电压源基本适用于每个电路和系统应用。 

基准电压源精度包含多个电气规格参数。表1总
结了这些参数。电路设计人员最常指定的是初始
精度。这是一种测量输出电压误差的参数，用百

分比或伏特表示。初始精度在室温(25°C)下指定，

具有固定输入电压和零负载电流，或用于分流基

准电压源，固定偏置电流。 

表1. 基准电压源精度规格 
参数 描述 首选单位 

初始精度 25°C时初始输出电压 V、% 

温度系数 
VMAX – VIN  

总温度范围 ppm/°C 

长期稳定性 
在1000小时或更长时间

内测量的输出随时间变

化的情况 
ppm√kh 

噪声 
0.1Hz至10Hz μVP-P, ppmP-P 
10Hz至1kHz μVRMS, ppmRMS 

 

在不方便或无法进行校准的系统中，严格的初始

精度是一个问题。更常见的是，绝对精度只是次

要考虑因素，因为会对成品执行最终调整，以调

和所有系统误差的总和。采用最终调整可节省大

量成本，这样就不需要系统中的每个基准电压源、

DAC、ADC、放大器和传感器都具有严格的初

始精度。 

单片基准电压源初始精度范围为0.02%至1%，代

表6位至12位系统中的1LSB误差。韦斯顿电池和

约瑟夫森阵列的初始精度分别为1ppm至10ppm
和0.02ppm（在25位系统中，0.02ppm小于1LSB
误差）。 

基准输出电压中温度引起的变化很快使严格的

初始精度规格失去意义。因此后来做了大量工作

来尽量降低基准电压源的温度系数(tempco)。大

多数基准电压源都能保证温度系数在2ppm/°C

至40ppm/°C的范围内，只有少数器件在此范围

之外。被正确应用的LTZ1000温度稳定基准电压

源的温度系数为0.05ppm/°C。 

温度系数定义为工作温度范围内的平均值，以

ppm/°C或mV/°C为单位。此平均值使用所谓的

“黑盒”法计算。图2显示如何定义并计算黑盒

法温度系数。相关基准电压源（LT®1019带隙基

准电压源）在指定的工作温度范围内进行测试。

将最小和最大记录输出电压应用于所示等式，得

到用V/°C表示的平均温度系数。然后进一步处理

以查找ppm/°C值，如数据手册中所示。温度系

数是工作范围内的平均值，而不是在任何特定点

测量的增量斜率。对于LT1021和LT1236，也可保

证25°C时的增量斜率。 

 
图2. 黑盒法将温度范围内的绝对输出精度表

示为漂移项 

 
数据手册中的温度系数可用于直接计算整个工

作温度范围内的输出电压允许误差。0°C至70°C
时温度系数为10ppm/°C的器件可能会从初始值

漂移到700ppm（在12位系统中大约3个计数）。

具有700ppm温度系数误差的0.1%基准电压源在

整个工作温度范围内可保证0.17%的精度。 

但LT1004和LT1034例外，它们只保证整个工作温

度范围内的绝对输出电压精度。LT1009和LT1029
将结合两种方式，称为“蝴蝶结”或“蝴蝶”法

（有关详细说明，请参见LT1009数据手册）。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lt3001.html?doc=lt3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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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形式的带隙基准电压源或埋入式齐纳二极

管本身都不具有低漂移。使用特殊片内电路可改

善基准电压源内核的温度系数。通过添加一个

P-N结二极管，根据温度变化对埋入式齐纳二极

管进行一阶补偿。齐纳本身的温度系数

为+2mV/°C，二极管为–2mV/°C。将二者串联组

合可抵消7V输出中的约0.2mV/°C (≈30ppm/°C)
的漂移。有趣的是，这很接近饱和韦斯顿电池的

温度系数（–40μV/°C或–39ppm/°C）。韦斯顿电

池置于恒温槽中；通过在输出中小心地添加VBE

和/或ΔVBE分数项，可进一步根据温度变化对单

片埋入式齐纳二极管基准电压源进行补偿。带隙

和埋入式齐纳二极管产品均采用制造后调整，以

进一步降低成品基准电压源的温度系数。 

另一个影响精度的因素是长期稳定性。基准电压

源的输出通常在一个方向随时间发生变化。影响

呈对数式；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输出的

变化越来越小。长期稳定性的单位ppm/√kh
（kh = 1000小时）反映输出随时间变化的对数递

减。由于输出中的长期变化很小，并且在几个月

或几年的时间里发生，因此无法设计出经济可行

的生产测试来保证所有基准电压源的真正稳定

性。相反，此参数需要通过将几十个单元放置在

25°C到30°C的温度控制室中持续老化1000小时

或更长时间来进行表征。请注意，绝对温度并不

重要，但在测试过程中必须保持不变。通过高温、

加速寿命试验，运用数学方法推算出的长期稳定

性数据会导致得出乐观但错误的室温结果。 

当给出可靠的长期稳定性指标时，可采用4周老

化测试，在此期间多次测量输出电压。即使采用

这种复杂而昂贵的程序，给出可靠的极限值仍然

是典型漂移的三到四倍左右。 

除非产品设计为需要定期校准或性能要求相对

较低，否则长期稳定性就可能是基准电压源性能

的一个重要指标。具有较长校准周期的产品必须

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长时间保持精度。这些产品

需要具有良好长期稳定性的基准电压源。埋入式

齐纳二极管的长期稳定性高于20ppm/√kh，带隙

基准电压源为20ppm至50ppm/√kh。其中部分漂

移源于基准电压源核心周围的调整和补偿电路。

LTZ1000无需调整和补偿开销，而采用片内加热

器。齐纳/二极管核心在运行的第一年会漂移

0.5ppm/√kh，接近韦斯顿电池的稳定性。 

LTC基准电压源数据手册中所示的大多数长期

稳定性数据适用于采用金属罐封装的器件，其装

配和封装应力极低。采用塑料封装的相同基准电

压源的性能稍微低一些。 

最后一个影响精度的因素是输出电压的短期变

化，也称为噪声。基准电压源噪声通常在两个频

率范围内表征：0.1Hz至10Hz（短期）、峰峰值漂

移，10Hz至1kHz（总“宽带”有效值噪声）。噪

声电压通常与输出电压成正比，因此，以ppm表

示的输出噪声对于任何给定基准电压源的所有

电压选项都是恒定的。带隙基准电压源的宽带噪

声范围为4ppm至16ppm RMS，埋入式齐纳二极

管的宽带噪声范围为0.17ppm至0.5ppm RMS。无

论哪种类型的基准电压源，噪声都会随着基准电

流的增加而改善。但由于基准核心工作电流是在

内部设置的，噪声特性只能通过外部滤波来改变

（LT1027有一个滤噪引脚）。LT1034和LTZ1000
埋入式齐纳二极管可从外部操作，从而允许用户

增加偏置电流并减少噪声。 

添加输出旁路或外部补偿会影响基准电压源噪

声的特性。特别是在补偿达到“峰值”的情况下，

散粒噪声可能会在100Hz到10kHz范围内的某个

位置上升到峰值。临界阻尼将消除此噪声峰值。 

基准电压源噪声可能影响高分辨率系统的动态

范围，从而掩盖微弱的信号。低频噪声也使输出

电压的测量变得复杂。现代高精度数字电压表可

以提供多个读数的平均值，帮助滤除低频噪声影

响，并提供基准电压源真正输出电压的稳定读数。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lt3001.html?doc=lt3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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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性 

有两类基准电压源：分流，功能与齐纳二极管等

效；串联，与3端稳压器相似。带隙和埋入式齐

纳二极管可分别采用这两种配置（参见图3）。有

些串联基准电压源设计将输出引脚偏置并使输

入引脚保持在开路状态，也可实现在分流模式下

工作。串联模式基准电压源的优点是只从输入电

源中消耗负载和静态电流，而分流基准电压源必

须使用超出最大静态电流和最大期望负载电流

之和的电流进行偏置。由于采用电阻偏置，分流

基准电压源可以在极宽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工作。 

大约一半的LTC基准电压源产品都包含一个用

于外部（客户）调整的引脚。有些设计用于对基

准输出进行精确调整，而有些具有较宽的调整范

围，允许将输出电压调整得比预定工作点高或低

几个百分点。 

如果必须处理负载电流阶跃，则瞬态响应很重要。

不同基准电压源的瞬态响应差异较大，包含三个

不同的特性：导通特性、高频下的小信号输出阻

抗、在快速瞬态负载时的稳定建立行为。基准电

压源具有这些特性，因为几乎所有基准电压源都

包含一个放大器，用于缓冲和/或调整输出。 

LT1009针对快速启动特性进行了优化，建立时间

略超过1μs，如图4所示。对于某些基准电压源，

通过外部补偿网络获得最佳建立行为特性。如图

5所示，2μF/2Ω阻尼器优化LT1019基准电压源的

建立行为特性和高频输出阻抗。使用LT1027可获

得最快建立时间，在2μs内达到13位精度。图6的
波形图体现了这一出色性能，其中清楚地显示了

从10mA负载阶跃恢复的输出。 

 

 
图3. 双端齐纳式(a)或3端稳压器式(b)基准电

压源 
 

 
图4. LT1009针对上电时快速建立特性而优化 

 

 
图5. 通过输出端RC补偿实现最佳建立 

 

 
图6. LT1027针对快速建立来响应负载阶跃而

优化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lt3001.html?doc=lt3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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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电压源的陷阱 

基准电压源看似使用简单，但和任何其他精密产

品一样，实现最大性能并不容易。下面是一些基

准电压源用户面临的常见陷阱，以及应对方法。 

高耗电负载 

大多数基准电压源规定了10mA至20mA的最大

负载电流（或分流）。然而，以最大电流运行基

准电压源并不能获得出色的性能。很多影响（包

括裸片上的温度梯度以及在导线和外部电路连

接之间形成的热电偶）可能会限制输出电压的短

期稳定性。如图7所示，添加一个外部调整管可

去除基准电压源上的负载电流。对于大于300μA
的负载，调整管几乎承载所有电流并消除短期热

漂移。此电路也可用于需要超过20mA电流的应

用，并可轻松支持高达100mA的电流，只受晶体

管β和损耗的限制。 

 
图7. 外部晶体管可用于提升输出电流以及移

除基准电压源上的负载电流。这个技巧适用

于所有3端基准电压源 
 

“NC”引脚 

如果基准电压源只需要两三个外部连接，那为何

采用8引脚封装？原因很多，但我们只在这里介

绍封装后调整这一个原因。为了保证严格的输出

允许误差，器件封装后有必要进行一些工厂调整。

采用封装形式后，我们不再能够直接操作裸片，

因此在8引脚封装上使用额外的引脚来实现封装

后调整。 

对于某些IC，“NC”意味着“此引脚浮空，可根

据您的需要将其挂起。”对于基准电压源，它是

指“不要将任何东西连接到此引脚。”这包括ESD
和电路板泄漏，以及有意连接。在最好的情况下，

外部连接会导致输出电压偏移，在最坏的情况下，

会使输出电压永久偏移超出规格范围。 

对于具有可调输出的基准电压源上的TRIM引脚，

同样要谨慎对待。TRIM引脚类似于放大器的求

和节点；不要将电流注入TRIM引脚，当然，除

非您想调整输出。在这里，电路板泄漏或到噪声

源的容性耦合是需要避免的陷阱。 

电路板泄漏 

基准电压源技术领域出现了新的问题：由水溶性

助焊剂残余物引起的电路板泄漏。类似于电解电

容器破裂渗出的粘稠汁液所产生的效果。导电助

焊剂残留物从地面、供电轨和其他电路电位泄漏

到NC、trim和其他敏感引脚，将导致输出电压

偏移。即使泄漏路径没有使基准电压源偏移超出

规格范围，外部泄漏也会表现为长期输出电压漂

移，因为随着相对湿度的变化和外部污染物的扩

散，助焊剂残余物的电阻也会发生变化。必须从

电路板和封装表面清除水溶性助焊剂残余物，或

者完全避免有残留。在一个案例中，作者观察到

LT1009偏移超出规格范围，trim引脚和附近供电

线路之间的总漏电路径约为80kΩ。泄漏是由水

溶性助焊剂引起的。 

图8显示了一个性能优良的基准电压源是如何因

微小的泄漏而变差的。假设工业控制板包含一个

LT1027A，它为各种数据采集电路产生5V电压。

附近走线电压为24V。仅仅147MΩ泄漏到滤噪引

脚(NR)就会导致典型器件漂移达到+200ppm，从

而超出规格范围。而且很明显，24V电路走线不

在0.02%基准电压源附近。这个例子十分简化，

但清楚地表明了潜在的问题。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lt3001.html?doc=lt3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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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型电路板可能别无选择，只能聚合不兼容走

线。在这种情况下，可使用保护环来消除基准电

压源偏移情况（参见图9）。基准电压源的输出分

压至4.4V，等于NR引脚上的电位，并用于偏置

保护NR与噪声滤波电容器之间连线的保护环。

这将电路板泄漏路径的影响降低了两个数量级

以上，将偏离的泄漏从保护走线中分流。 

 
图8. 电路板泄漏可能对精密基准电压源造成

严重破坏。在这里，到24V的147MΩ泄漏路

径使5V输出超出规格范围 
 

 
图9. 添加保护环可防止偏离泄漏路径 

 
调整引起的温度漂移 

大约一半的LTC基准电压源产品都包含一个用

于外部（客户）调整的引脚。校准系统可能需要

进行调整，但调整也可能会对基准电压源的温度

系数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在LT1019带隙基准电

压源中，外部调整电阻与内部电阻的温度系数不

匹配。这种不匹配导致输出电压温度系数出现最

坏情况下的微小(1ppm/°C)偏移，如数据手册中

所述。LT1021-5和LT1236-5标准调整电路可修改

（如图10所示），以防止扰乱基准电压源固有的

低温度系数。调整LT1027对输出电压温度系数没

有什么影响，不需要特别考虑。请务必查看基准

电压源数据手册，了解具体建议。 

 
图10. 通过添加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使

LT1021或LT1236输出调整对温度不敏感 
 

老化 

大多数高精度系统制造商都会对其产品进行老

化处理。老化处理可立即解决两个问题：减轻装

配过程中在基准电压源和电路板中产生的应力，

以及使基准电压源老化超出变化最大的长期漂

移区域（首次向该部件供电时会发生这种情况）。

典型老化过程需要电路板在125°C的环境温度下

工作168小时。如果主要问题是应力消除，则可

使用更短的非供电老化周期。 

电路板应力 

老化有助于“放松”一块填满电子元件的电路板，

但将电路板安装到产品中时可能会产生额外的

机械应力。应力对基准电压源输出有明显的影响。

如果应力在一段时间内发生变化，则可能表现为

不可接受的长期漂移。电路板不是完全有弹性的，

所以弯曲力可能导致永久变形和基准电压源输

出电压的永久阶跃变化。采用金属封装的器件

（TO-5和TO-46）基本上不受电路板应力的影响，

这归功于封装的硬度和引线的弹性。塑料和表贴

封装则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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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向电路板施加弯曲力时监控基准电压源的

输出，很容易观察到电路板应力影响。我们通过

一 项 可 控 实 验 ， 来 测 量 电 路 板 应 力 对

LT1460CS8-2.5表贴基准电压源的影响。器件安

装在7" × 9"矩形板的中间，如图11所示。然后将

电路板偏转到平面外，每英寸偏转18密耳，如步

骤1至4所示。图12显示了在8个弯曲周期内测得

的对一个代表性样本输出的有效影响。 

 
图11. 通过将器件组装在7" × 9"电路板上并

进行弯曲评估基准电压源对应力的灵敏度，

如步骤1至4所示 

 

 
图12. 通过在电路板上开槽来隔离应力可将

基准电压源变化量减少一个数量级以上

(LTC1460S8-2.5) 

原始电路板的峰峰值偏移量约为60ppm。然后将

电路板放在立铣刀上开槽，形成一个0.5” × 0.5”
的耳片，基准电压源位于中间（如图11所示）。

继续以开槽的配置进行测试，输出电压变化在仪

表上减少为±1个单位(10μV)，或约4ppm峰峰值。

这样，由应力引起的输出电压偏移改进了十倍。 

还可采用一些其他技术来尽量减少这种影响，而

不必借助碾磨板。任何可以限制电路板弯曲的做

法都有帮助。小厚板比大薄板更好。加固物可帮

助电路板避免弯曲。使用垫圈、柔性压铆螺母柱

或插件框架安装电路板，使得给安装孔和电路板

施加的力最小。 

部件放置和定向也一样重要。如果电路板从相对

的边缘被挤压，弯曲力往往集中在一条沿中心向

下的直线上。因此将基准电压源放置在远离电路

板中间的位置。由于电路板较长的一侧比较短的

一侧更有弹性，因此沿较短的边缘放置基准电压

源。这些是一般性建议；电路板上其他元件和组

件的放置、安装方法和方向将影响电路板的机械

强度和薄弱处。 

台架试验表明，塑料封装最坚固的轴沿着塑料主

体较短的一侧。图13显示了表贴部件的正确方向。

请注意，该部件的最长轴与电路板的最长轴垂直。

图13中的器件显示在电路板的中央，这只是为了

便于说明；上面有关位置的说明仍然适用。 

尽管有各种预防措施，外来影响仍可能对基准电

压源的抗电路板应力产生不利的影响。注意封装

下的粘合剂、焊料和助焊剂碎屑。这些碎屑会产

生压力点，并在封装中引起不可预测的应力。如

果电路板受到高弯曲力，一些玻璃纤维和层可能

断裂或切开，从而永久削弱电路板。后续弯曲力

将使应力集中在被削弱的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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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显示了在电路板上设置应力消除槽的各种

方案，以及最佳封装方向。请注意，基准电压源

的最长轴与耳片对齐，而不是电路板的最短轴。

这是预期传送到耳片的弯曲力。耳片的最佳方向

是与电路板的最长轴一致，如(b)、(c)和(d)中所

示。沿电路板较弱（较长）轴的弯曲力可耦合到

(a)和(e)中。请注意，IC已对齐以抵抗这种应力。

当部件位于电路板的较长边缘时，使用配置(c)，
在较短边缘时使用配置(d)。当部件不在任何边

缘时，使用配置(b)。 

 
图13. 垂直放置电路板和封装的最长轴可将应力

引起的输出变化减至最小 
 

 
图14. 在基准电压源周围区域开槽有助于将其与

电路板应力隔离（如果应用得当）（见文本） 

温度引起的噪声 

即使基准电压源在非常微弱的供电电流下运行，

其中的损耗也足以在封装引线中造成小温度梯

度。由不均匀的空气流动引起的热阻变化会导致

引线温差，由此在基准电压源的输出端导致热电

电压噪声。图15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效应。图中的

前半部分使用LT1021H-7埋入式齐纳基准电压

源绘制而成，其用一个小泡沫杯来隔绝周围空气

（Dart Container Corporation库存编号8J8或类

似产品）。6分钟后取走杯子，进行另一半测试。

两种情况都是在一个没有空调、开/关门、人流

量或547排气管所产生的过度扰动的实验室工作

台环境中。取走泡沫杯，在0.01Hz至10Hz频段内

输出噪声增加了几乎一个数量级。 

阻碍铜电路走线的TO-5的Kovar引线是首要原

因。DIP和表贴封装上使用的铜引线框架本质上

是匹配的，因此对气流没那么敏感。但是，外部

元件会创建自己的热电偶，每个结的电位为

10μV/°C或更多。在LT1021-7基准电压源中，这

表示每个热电发生器发生1ppm/°C以上偏移。电

路板上的温度梯度和外部元件内的损耗可导致

相同类型的噪声，如图15所示。 

 
图15. 空气湍流产生低频噪声并影响基准电压源

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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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板上的发热源可能会产生温度梯度。将基准

电压源及其关联外部元件远离热源，并在必要时

使用路由技术在基准电压源电路周围创建一个

等温岛。通过在基准电压源电路周围添加一个小

外壳，或将基准电压源电路封装在自膨式聚氨酯

泡沫中，可尽量减少空气流动。 

基准电压源应用 

图16中所示的独特袖珍式基准电压源与一对

AAA碱性电池很相配，因为电路消耗不到16μA
的供电电流。提供两种输出：1.5V缓冲电压输出

和1μA稳压电流源。电流源恒流范围约为1V
至–43V。 

基准电压源为自偏置，完全消除了电压调整率问

题。LT1495运算放大器启动电路，其输出到负供

电轨-11mV处饱和。一旦通电，就不用再关闭电

路。一节AAA碱性电池包含1200mAH容量，足

以在5年电池使用寿命期间为电路供电。电压输

出精度约为0.17%，电流输出精度约为1.2%。调

整R1校准电压(1kΩ/0.1%)，调整R3校准输出电流

(250Ω/0.1%)。 

低噪声频率合成器的VCO和其他关键电路需要

无噪声电源。3端稳压器噪声太大，不适合此应

用，需要采用基准电压源构建的稳压器。实用示

例如图17所示。通过LT1021-5基准电压源的电流

用于驱动PNP通路器件的基极，从而产生至少1A
可用输出电流。在此示例中，通过添加发射极负

反馈和基极箝位，将电流有意限制为200mA。不

仅保留了基准电压源的低噪声，与等效5V、3端
稳压器相比噪声改善了100倍，还提高了初始精

度和长期稳定性。典型输出噪声在10kHz带宽内

为7μVP-P。 

 
图17. 在10Hz至10kHz带宽内，超低噪声5V、200mA电

源输出噪声为7μVRMS。基准电压源噪声保证小于11μVRMS。

标准3端稳压器的噪声是其100倍且没有保证 

 

 
图16. 此小型基准电压源使用一组AAA电池可运行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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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指定基准电压源时，请谨记，初始精度、温度

系数和长期稳定性对成品的整体精度都有影响。

通过小心地应用基准电压源，并避免一些关键陷

阱，可保留基准电压源的固有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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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埋入式齐纳二极管：低长期漂移和噪声 

齐纳二极管一直用作许多非关键应用的基准电

压源器件。集成电路设计人员有时使用反向击穿

时的NPN发射极-基极结作为齐纳二极管基准电

压源。击穿发生在芯片表面，因为污染物和氧化

层电荷在此处效应最为明显。这些结噪声高，存

在不可预测的短期和长期漂移。 

埋入式齐纳二极管作为精密IC基准电压源而开

发，它将结放置在硅表面下方，远离污染物和氧

化层的影响。其结果是齐纳二极管具有出色的长

期稳定性、低噪声和相对精确的初始容差。 

图A–1显示了制造埋入式齐纳二极管的开始几

个步骤。n+埋入层的区域位于齐纳结构的下方，

以防止随后的扩散与衬底接触。n–外延层生长后，

p+隔离通过齐纳二极管中心的一个小开口扩散。

同时，隔离在外设周围扩散，形成包含整个齐纳

结构的隔离桶。 

隔离同时向下和横向扩散。中心扩散被埋入层屏

蔽，防止与衬底接触，而允许隔离墙接触衬底，

形成一个隔离桶。值得注意的是，p+的最高浓度

出现在掩模开口的正下方，而在扩散的边缘处，

掺杂浓度最弱。 

 
图 A–1. Iso扩散形成阳极。最高掺杂浓度出现在掩

模开口的正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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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几步包括p–基极扩散和发射极扩散，位于齐

纳二极管的中心（请参见图A–2）。发射极变成

阴极，而组合隔离和基极扩散作为阳极。 

击穿发生在阴极的底部，其中发射极和隔离+基
极掺杂浓度最高。掺杂浓度较低会导致iso-埋入

层、基极-epi和iso-epi结以及发射极扩散的外边

缘的击穿电压较高，从而确保这些区域在埋入式

结偏置到击穿电压时不处于活跃状态。最后形

成一个非常稳定的次表面击穿机制，该机制具

有接近理论值的噪声，且不受表面污染或氧化

层的影响。

 
图 A–2. 发射极扩散形成阴极。击穿发生在发射极

的中心下方，此处的发射极和Iso + 基极掺杂浓度

最高 

 

 

附录B

ΔVBE：集成电路 

对于集成电路设计人员来说，没有一种集成电路

器件或结构是不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这是必须

面对的事实。为了稳定电路使其不随温度变化而

变化，设计人员设计了各种器件的组合。如文中

所述，齐纳二极管基准电压源使用齐纳二极管和

串联正偏二极管来实现接近零的温度系数，而带

隙基准电压源则依靠与正偏二极管串联的ΔVBE。 

ΔVBE在集成电路设计中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技术，

但在其他领域却并不广为人知。在解释ΔVBE的理

论之前，让我们先往前跳到两个最重要的结论：

具有不同电流的两个相同的二极管（或基极发射

极）结会产生不同的压降。电流的比率控制失调

电压的绝对值。此外，这个失调电压具有可预测

的正温度系数，室温下每毫伏失调电压的温度系

数约为3.4μV/°C。通过将ΔVBE的正温度系数与二

极管压降的负温度系数相结合，将形成零温度系

数的带隙基准电压源。我们很快就会看到，ΔVBE

需要偏置650mV来抵消假想二极管的–2.18mV/°C
温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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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晶体管（或二极管）产生的失调电压如下式

所示： 

ΔVBE = VBE1 – VBE2 = (kT/q) ln(JE1/JE2)    (1) 

其中ΔVBE = 失调电压，k = 玻尔兹曼常数（1.381 
• 10–23焦耳/K），T = 绝对温度（室温下298K），q = 
电子电荷（1.6 • 10–19库仑），JE = 发射极电流密

度。用于计算JE1和JE2的实际面积单位相互抵消，

因此只有面积比很重要。同样，下式只有电流比

很重要。如果我们只使用两个相同的晶体管，则

等式(1)简化为 

ΔVBE = VBE1 – VBE2 = (kT/q) ln(IC1/IC2)    (2) 

其中IC = 集电极电流（参见图B–1）。温度系数计

算如下 

TC = dΔVBE/dT = (k/q) ln(IC1/IC2)      (3) 

其中k/q = 86.3μV/°C。 

计算产生+2.18mV/°C（对应于650mV失调电压）

所需的电流比时，我们发现它非常大，约9.44 • 
1010:1。实际上，ΔVBE单元产生的失调电压要小

得多，然后放大到650mV。见图B–2示例。使用

10:1的电流比，**我们从等式(2)发现室温下失调

电压为59.2mV，温度系数为199μV/°C。应用略

小 于 11 的 增 益 将 产 生 650mV 的 失 调 电 压

和+2.18mV/°C的温度系数。 

对此电路的输出添加一个PNP发射极跟随器可

形成一个粗略的“带隙”基准电压源，其输出电

压等于 650mV和PNP的VBE的和。假设VBE = 
600mV，输出将为1.25V。通过调整11的增益，

使ΔVBE完全抵消PNP的基极-发射极温度系数，

可进一步改进基准电压源。IC带隙基准电压源的

构建方式与之类似。 
*已经为需要重新计算的用户修改了这些数字。 

**或结合使用电流和面积缩放来实现等式(1)中的10:1电流密度比。 

 

 
图 B–1. 产生某个VBE失调电压所需的电流比由等

式(1)和(2)定义 

 
图 B–2. 带隙基准电压源通过堆叠ΔVBE发生器和VBE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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